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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对我国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以瓯江流域为例,在介绍其生态环境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分析,从流域尺度识别生态胁迫、生
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格局等方面的生态问题。瓯江流域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包括：
水土污染、有害生物入侵、水环境质量不稳定、水土流失、森林物种单一、生物多样性保护压力大、
国土空间格局不尽合理、600m以上重要生态空间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生态空间过于破
碎割裂,又缺少必要的廊道连通等一系列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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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and Diagnosi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in Lishui Oujiang River Basin
Tian Lan xin Jiang
Lishui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Bureau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of landscape, forest, lake and gra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river basins in China. Taking Oujiang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ecological stress,
ecosystem quality, ecosystem service and landscape pattern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watershed scale. The main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ed by Oujiang River Basin include: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pest invasion,
unstable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water and soil loss, single forest species, great pressure on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unreasonable land spatial pattern, inadequat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important
ecological space above 600m, too fragmented ecological space and lack of necessary corridor connectivity.
[Key words] Lishui Oujiang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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